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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师范大学简介 

（一）学校位置 

陕西师范大学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地处中国西部，历史上

周、秦、汉、唐等十个朝代曾在此建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是

一座具有三千余年文明史的城市。全市名胜古迹众多，秦始皇兵马俑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连接欧亚大陆的 “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

西安市总面积 10752 平方公里，2018 年末常住人口 1000.37 万人，全

市有各类高等院校 70 余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 
 

（二）学校历史 

学校前身是 1944 年成立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54 年更名

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 年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定名为陕西师范大

学，1978 年划归教育部直属。 
 

（三）学校地位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国家培

养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以及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

重要基地，被誉为“教师的摇篮”。 

 



 
 

（四）院部及学科专业设置 

学校设有研究生院和 21 个学院、1 个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及民族

教育学院（预科教育），有 68 个本科专业，18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41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教育

博士），2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含工程硕士 9 个领域）。 
 

（五）师生数量 

学校现有教师 1800 余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

数的 94%，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72%。教师中有教授 470 余人，副教

授 700 余人，双聘院士 7 人。 

学校面向全国 31 个省（市、区）及港澳台地区招生，现有全日

制本科生 17509 人，研究生 18229 人（其中全日制研究生 8698 人，

非全日制研究生 9531 人），各类留学生 1200 余人，继续教育和网络

教育学生 90164 人。 

 

（六）校园分布 

学校占地面积 2800 亩，建有长安、雁塔两个校区。长安校区从

2000 年开始建设，目前已成为学校的主校区，主要承担本科三、四年

级和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任务；雁塔校区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目前主

要承担本科一、二年级基础课和通识课教学以及教师教育、继续教育、

远程教育、教师干部培训、留学生教育等任务。长安校区现代开放、

气势恢宏，雁塔校区古朴典雅、钟灵毓秀。学校先后被教育部、陕西

省人民政府授予“文明校园”称号。 

 

（七）图书馆、博物馆 

学校两校区图书馆面积达 5.78 万平方米，藏有纸质图书 436 万

册，引进国内外电子资源

81 个平台，241 个数据库。

学校还设有教育博物馆，

由中国教育馆、妇女文化

馆、历史文化馆、书画艺术

馆四部分组成。其中，妇女

文化馆是国内第一座以妇

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二、陕西师范大学交换生招生信息（2020年春季学期） 
（一）学校信息  

学校网页  http://www.snnu.edu.cn/ 

学校地址 
雁塔校区——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 199号，邮编：710062 

长安校区——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620号，邮编：710119 

联络人/部门 

欧阳婧，项目主管/港澳台办公室 ，http://ipo.snnu.edu.cn/ 

邮箱：ouyangjing@snnu.edu.cn 

电话：+86-29-85310608，传真：+86-29-85310278 

QQ/Wechat：332858843 

  
（二）申请信息  

申请时间 2019 年 12月 6日（星期五）止（如有特殊需求，请与我校联系） 

申请对象 我校姊妹学校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交换名额 依据两校协议执行 

交换时间 2020 年 2月至 7月 

申请材料 

（请传真

或电子扫

描版提

交，无需

邮寄） 

1.陕西师范大学交换生申请表 

2.往来大陆/内地通行证影印本 

3.正式成绩单 

4.教授推荐信( 1封) 

5.学习计划（自拟） 

6.健康证明 

保险规定 
所有来校交换学生，请自行购买在校期间医疗及意外保险， 

并于到校时提供相关证明交港澳台办公室。 

接机安排 请填写航班信息表于到校前一个月告知港澳台办公室 

校内宿舍 

1.交换学生一律安排在校内宿舍； 

2.将尽量安排交换学生与同班、同级、同学院学生同住； 

3.一学期住宿费约 600元-1000 元人民币左右。 

  

（三）选课信息  

到校后，到学院请辅导员和教学秘书协助人工选课； 

http://www.snnu.edu.cn/


 
 

三、陕西师范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单位名称 本科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公费师范生）、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哲学、行政管理、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生）、汉语言文学（基地班）、汉语言文学(师

范)、汉语言文学（创新实验班）、秘书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公费师范生）、历史学（创新实验班）、古典文献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世界史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教育学（创新实验班）、教育学(小学全科)、特

殊教育（公费师范生）、教育技术学（公费师范生） 

心理学院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公费师范生）、英语（创新实验班）、翻译、日语、俄语、法语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公费师范生）、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数学与应用

数学（创新实验班）、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 物理学（公费师范生）、物理学（创新实验班）、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公费师范生）、化学（创新实验班）、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公费师范生）、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科学(师范)、生物

技术、生态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公费师范生）、地理科学（创新实验班）、地理信息科学、环

境科学、旅游管理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公费师范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软件工程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编辑出版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公费师范生）、体育教育（师范）、运动训练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音乐学（公费师范生）、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理论)、舞

蹈学（公费师范生）、舞蹈学(非师范) 

美术学院 美术学（公费师范生）、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绘画、书法学 

国际商学院 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财务管理 

国际汉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留学生）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注明：所列专业均为 2019 年招生专业，不同年份专业有所变动，请提前咨询港澳台办公室。 



 
 

四、陕西师范大学 2020年春季学期校历 

 

特别说明： 

1.红色标注具体日期为假期； 

2.交换学生请于 2020 年 2月 24日—2月 28 日抵达西安，办理相关入学手续。 

 



 
 

附件 1：       
陕西师范大学交换生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as an Exchange Student a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1.个人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性别 

Gender 
 

近照 

 

Recent Photo 

往来大陆/内地通行证号码 

 ID No.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国籍/地区 

Nationality 
 

电话 

Phone No. 
 

手机 

Mobile 
 

宗教信仰 

Religious Belief 
 

电子邮件 

E-mail 

通讯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紧急情况联系人及电话

(Emergency Contact) 
 

2.语言水平 Language Proficiency 

现有汉语水平  (□ 很好 excellent、□ 好 good、□ 一般 fair、□ 不会 beginning) 

3.教育信息 Academic Information 

就读学校 

Home University 
 

专业 

Major of Study 
 

年级 

Current Year of Study 
 

学制 

Years of Program 
 

4.提交材料确认 

(请再次确认申请交换就读所需材料是否已经提交，复印材料的大小以 A4 纸为限) 

( Please affirm the needed material, and the size of the copy should be A4) 

□  往来大陆/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Photocopy of  his/her ID Card 

□  学校出具的大学期间的成绩单正本（需盖有学校或院系的公章）Official transcript 

□  推荐信 o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original) 

□  学习计划 Study plan   

□  健康证明 Health report 

5.交换学习信息 Exchange Details 



 
 

(请登陆 http://zsb.snnu.edu.cn/yuanxi.asp 查看陕西师范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 
拟申请学院/专业 

Proposed Major a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拟申请年级 Proposed Grade  

拟申请学习时间 

Desired Period of Exchange 
2020 年 2 月到 7 月 

6.申请人声明 Declaration 

1.上述各项中所提供的情况是真实无误的; 

2.在校学习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I hereby affirm that: 

1. Al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true and correct; 

2. I shall abide by Chinese laws and the regulations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申请人签名 

Signature of Applicant 
 

日期 

Date 
 

7.申请人所在学校确认 Certificate by home university 

兹证明该同学系我校学生，攻读＿＿＿＿＿＿学位。同意其于交换时间内赴陕西师范大学相关院系

就读。The student is testified to be our student, he/she majors in ＿＿＿＿＿       ，And I approve 

his/her study a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签名（盖章）Signature 

 

日期 Date 

 

8.陕西师范大学审核 Fo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use only 

学院意见 For school/college 

 

 

 

 

签名（盖章）Signature 

 

日期 Date 

港澳台办公室意见For Office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Affairs 

 

 

 

签名（盖章）Signature 

 

日期 Date 

备注：该申请表应连同一份正式成绩单、一份往来大陆/内地通行证复印件、一份推荐信、 

一份学习计划和一份健康证明，一起交到陕西师范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Notes: This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Office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Affair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an official academic transcript, one copy of  

Identification Card, o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one Study Plan and a Health Report. 



 
 

附件 2： 
接机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来源学校 抵达时间 抵达航班 是否需接机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说明： 

请于到校前一个月将此表发送给陕西师范大学港澳台办欧阳老师 ouyangjing@s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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